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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投资银行概览欧洲投资银行概览
欧洲投资银行（EIB）是欧盟的贷款机构，也是欧盟的银行。我
们是全球最大的多边金融机构，也是气候行动的最大资金提供
者之一。

自1958年成立以来，欧洲投资银行已在欧洲和世界各国的项目
中投资超过1万亿欧元。虽然气候行动是我们所有工作的一部
分，但我们的活动集中在以下优先领域：气候和环境、开发、
创新和技能、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和凝聚力。

欧洲投资基金是欧洲投资银行集团的一部分，专门为中小企业
提供支持，为创业、增长、创新、研发、就业和区域发展提供
资金。

欧洲投资银行与其他欧盟机构合作，促进欧洲一体化，推动欧
盟的发展并支持欧盟的政策。这项工作还延伸到欧洲以外的地
区：欧洲投资银行在16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活动，每年帮助在欧
盟及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改善生活。

纵观历史，相互联系一直是欧洲投资银行工作的核心。在整个
欧洲，欧洲投资银行的投资使欧盟国家之间联系更加紧密。通
过成立于2022年，旨在提升我们开发性融资影响力的欧洲投资
银行全球部（EIB Global），我们帮助应对全球挑战，并在各大
洲创造增长和机遇。

在多边主义的价值受到质疑之际，欧洲投资银行的持续努力时
刻会令人们想起欧洲一体化努力的力量。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世界面临着卫生方面的紧急状况。
迫切需要找到疫苗和限制该病毒传播的解决方案。欧洲投资银
行出资资助了新冠肺炎疫苗的开发和生产，并为欧盟内外的其
他医疗措施提供了大力支持。具体而言，包括为“新冠肺炎疫
苗实施计划”（COVAX）倡议提供资金，该倡议旨在保证全球
各国都能公平、公正地获得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机会。

由于临时关闭以及其他原因，小企业受到疫情的打击尤其严
重，因为它们可以动用的现金储备往往较少。针对欧盟遏制危
机对欧洲企业及经济的影响，欧洲投资银行集团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欧洲担保基金由欧洲投资银行设立，旨在调动多达2000
亿欧元的资金，帮助中小企业渡过危机。

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贷款机构，欧洲投资银行助力经济蓬勃发
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我们与公共和私
营伙伴合作，根据我们的工作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和改善人们生
活的程度来评价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欧洲投资银行是最注重环保的多边贷款机构：作为欧盟气候银
行，欧洲投资银行正通过其全球行动帮助实现《巴黎协定》
这一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及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
诺。欧洲投资银行承诺将在未来十年内为气候和环境的可持续
性提供1万亿欧元的投资。



欧洲投资银行资助
投资额

新签贷款额

可持续能源和
自然资源融资额

总筹资投资额

债券市场募集额

欧洲投资银行集团
融资额

小型企业融资额

小型企业维持的
工作岗位数

用于推动创新、
数字化和人力资本化

3600亿欧元3600亿欧元 4.8万亿欧元4.8万亿欧元 958.6亿欧元958.6亿欧元

654亿欧元654亿欧元 552.6亿欧元552.6亿欧元 超过450亿超过450亿
欧元欧元

153.8亿欧元153.8亿欧元 450万个450万个207亿欧元207亿欧元

2021年回顾2021年回顾



能够饮用更加安全的
水源

启用5G服务

从健康服务的改善中
受益（包括新冠肺炎

疫苗）

能够通电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进行旅游的增加次数

发电能力，其中99.7％
来自于可再生能源

从改善的基础
设施中受益

降低了面临洪水的
风险

为帮助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企业的

新签贷款额

3.46亿次3.46亿次 82.6万人82.6万人

1000万人1000万人 9430万人9430万人

7.83亿人7.83亿人

810万户810万户

680万新用户680万新用户

11400 MW11400 MW 332.6亿欧元332.6亿欧元

2012年至2021年间，欧洲投资银行在欧盟以外的2012年至2021年间，欧洲投资银行在欧盟以外的
融资总额为719.2亿欧元，其中261.5亿欧元用于融资总额为719.2亿欧元，其中261.5亿欧元用于
非洲。非洲。

https://www.eib.org/en/about/key-figures




支持乌克兰支持乌克兰
欧洲投资银行支持乌克兰当局和乌克兰人民，并支持作为独立
国家的乌克兰。

作为欧盟和国际社会协调应对这场危机的一环，我们通过面对
该国的欧洲投资银行联合一揽子计划动员了财政支持，帮助乌
克兰政府解决其对流动资金的迫切需求。此外，欧洲投资银行
与欧盟委员会合作，正在努力提供进一步融资，使乌克兰政府
能够继续为留在该国的公民提供关键的公共服务，确保食品、
医疗用品和燃料的供应，同时支持运输、能源、城市发展和数
字项目。

欧洲投资银行还宣布了一项2022年和2023年的40亿欧元计划，以
帮助欧盟成员国的城市和地区解决紧迫的投资需求，并应对为
迎接和融合来自乌克兰的战争难民所带来的挑战。欧洲投资银
行的新计划旨在资助发展关键的社会基础设施，为难民提供包
括住房、学校、医院和幼儿园在内的公共服务。

欧洲投资银行正在继续与欧洲伙伴合作，探索进一步为乌克兰
和乌克兰难民提供支持的可能性。

http://www.eib.org/ukraine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欧洲投资银行始终坚守在欧盟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
线，并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团结一
致，立即采取行动。

欧洲投资银行集团的紧急支持使中小企业和创新型初创企业能
够在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投资。我们预计将通过我们的欧
洲担保基金调动20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那些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陷入困境但拥有生存能力的企业。

欧洲投资银行还对开发和购买新冠肺炎疫苗、限制病毒传播的
解决方案以及其他与新冠肺炎危机有关的公共卫生项目进行了
资助。

欧洲投资银行向德国公司BioNTech提供了1亿欧洲投资银行向德国公司BioNTech提供了1亿
欧元的支持，以开发第一款新冠肺炎疫苗。欧元的支持，以开发第一款新冠肺炎疫苗。

http://www.eib.org/covid-19


在新冠疫情期间，欧洲投资银行资助了意大利初创在新冠疫情期间，欧洲投资银行资助了意大利初创
公司Eggtronic，该公司发明了一种节能的电源转换公司Eggtronic，该公司发明了一种节能的电源转换
器。由于能源效率高，Eggtronic转换器的碳足迹远小器。由于能源效率高，Eggtronic转换器的碳足迹远小
于类似设备。于类似设备。



气候和能源气候和能源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性挑战。实现气候
目标将决定人类后代的健康与寿命。欧洲投资银行的气候与能
源目标正在成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新标准。我们将不再支持化
石燃料项目，并在2025年以前将50％的投资用于资助气候行动和
可持续性发展。

欧洲投资银行的业务加速了绿色增长和经济的去碳化。我们专
注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这些都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并强化我们的能源安全。我们的所有行动均有助于社会及经
济的可持续增长。

欧洲投资银行帮助脆弱社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保护生
物多样性，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保护自然资
源，致力于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欧洲投资银行资
助的所有项目，无论是创新项目、小型企业或基础设施项目，
都必须满足我们的气候目标。

https://www.eib.org/climate




创新创新
创新使欧洲保持竞争力，创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欧洲投资银
行支持许多阶段的创新，支持提高生活水平的各种创意。

欧洲投资银行资助了大型研发活动以及小型专业企业。对电
信、航空、医药和数字化等行业的投资标志着欧洲投资银行对
这些行业的认可，同时吸引了私营部门的额外融资。欧洲投资
银行集团使欧洲公司能够创造最先进的技术。

我们为创新的诸多阶段提供支持。通过利用欧洲投资银行的贷
款，大学得以建立并扩大研究设施；初创企业得以增加员工、
改善设备。在欧洲投资银行的支持下，尖端创意被成功地转化
为商业案例。

欧洲投资银行支持西班牙先锋公司Anaconda，该公司开欧洲投资银行支持西班牙先锋公司Anaconda，该公司开
发了一种成本效益较好的治疗方法，帮助医生挽救中风发了一种成本效益较好的治疗方法，帮助医生挽救中风

患者的生命并减少中风后导致的残疾。患者的生命并减少中风后导致的残疾。

https://www.eib.org/innovation




包容性包容性
欧洲投资银行使小型企业与年轻人拥有自主权，同时给女性企
业家提供贷款，使她们走向领导岗位。我们让低收入阶层、个
体经营者和微型企业获得融资和商业咨询的机会，以确保他们
的项目取得成功。

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数目不会超过项目成本的一半，以此发挥
银行作为催化剂的作用，让更多私营部门参与进来，从而提高
项目的投资水平。

欧洲投资银行是西巴尔干地区小型企业的主要贷欧洲投资银行是西巴尔干地区小型企业的主要贷
款人，资助了近3万家企业，维持了50万个工作岗款人，资助了近3万家企业，维持了50万个工作岗

位。在欧洲投资银行的努力下，塞尔维亚1800多所位。在欧洲投资银行的努力下，塞尔维亚1800多所
学校拥有了更快的网络连接和更好的数字化设备，学校拥有了更快的网络连接和更好的数字化设备，
从而使教师可以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居家学生提供远从而使教师可以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居家学生提供远

程教育。程教育。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欧洲投资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银行信用
评级优良，这使我们能够以优惠的利率筹集资金，并将此类优
惠反馈给客户。

欧洲投资银行的资本市场专家创造并开发了绿色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债券市场。目前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环保债券超国家发行机
构。这些环保债券可资助可再生能源、高效能源、清洁水源及
卫生设施。

http://www.eib.org/investor_info




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
欧 洲 投 资 银 行 全 球 部 是 欧 洲 投 资 银 行 的 开 发 部 门 ， 于 2 0 2 2
年 启 动 ， 旨 在 提 高 我 们 开 发 性 融 资 的 影 响 力 。 在 过 去 十 年
（2012-2021年）间，欧洲投资银行在欧盟以外的地区投资超过
700亿欧元，每年从私营部门筹资数十亿欧元的投资。欧洲投资
银行全球部通过走向当地，更接近世界各地的当地社区、公司
和机构，扩大了欧洲投资银行的影响。

欧洲投资银行将扩大其对当地小额信贷机构的支持，这些地区
的人们往往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当人们能够获得信贷时，企业
就会雇用更多的员工，妇女也会变得更加独立，流离失所的情
况进一步减少，整个家庭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

欧洲投资银行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刚果的小型企业欧洲投资银行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刚果的小型企业
提供了公平的贷款利率，而非超高的非正规借贷利提供了公平的贷款利率，而非超高的非正规借贷利

率，为这些企业及其所在的社区提供了帮助。率，为这些企业及其所在的社区提供了帮助。

http://www.eib.org/global


我们将在地方一级增加欧洲投资银行的部门专员，与地方合作
伙伴分享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根据在众多国家和部门工作
中获得的经验，提供独立的建议。这些咨询服务可以随附于欧
洲投资银行的金融产品，也可以独立于任何融资单独提供。

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危机要求我们通过建立新的伙
伴关系、与其他全球金融机构合作，以将我们与国内外伙伴银
行的数十亿投资变成数万亿。最为重要的是，欧洲投资银行的
投资能够带动私营部门的投资，从而开拓新层次的投资。

仅发展中国家就需要超过2万亿欧元的额外年度投资，以满足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宏伟目
标。

作为欧盟的气候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正致力于支持欧洲绿色协
议，即欧盟通过其气候、能源、运输及税收政策确保在2030年
前至少降低55％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一蓝图。然而，欧盟只占全
球排放量的10％，因此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将助力欧盟的去碳
化工作越境发展，为全球绿色协议提供支持。



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是欧盟委员会3000亿欧元全球通道项目的
重要盟友，支持在数字、气候、运输、卫生、能源及教育领域
改善全球及区域连通性的项目。开发性融资和金融伙伴关系加
速增长，使农村地区更加繁荣，使城市更具创新性，并强化经
济。

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的工作支持各国努力改善性别平等，并通
过与投资于未来的女性领导的企业合作，增强女性在职场中的
能力。我们为数百万无法获得清洁水、电力、疫苗、良好医疗
保健和适当废物处理系统的人们提供帮助。





承诺承诺
欧洲投资银行的所有活动均公开透明，并对欧盟公民负责。银
行在环境与社会方面的高标准，使我们成为公共和私人部门各
组织的最佳合作伙伴。我们拥有一批高素质、敬业、多元化的
经济学家、工程师、金融分析师和气候专家，他们每天都在与
世界各地的专家、机构和政府进行着合作。

http://www.eib.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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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投资银行集团由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洲投资基金（EIF）组
成。

欧洲投资银行属欧洲联盟银行，是全球最大的多边借贷机构，总部位
于卢森堡，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拥有庞大的地方和区域办事处网络。

欧洲投资基金通过改善小型企业在欧洲和欧洲以外一些国家获得融资
的方式，以此资助小型企业。欧洲投资基金设计开发创业资本和成长
资本、担保和小额融资工具，以此促进创新，推动就业。

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是欧洲投资银行的国际开发部门。其成立于2022
年，继承了欧洲投资银行几十年来的努力，在开发、气候行动、创新
投资、可持续性及帮助世界各地人民的新方式方面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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